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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分裂中國的司徒雷登 

 

 

 

1949 年 8 月 2 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年）離開了中國﹐8 月 18 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

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至於司徒雷登本人﹐

毛澤東更是揭穿他“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

中國人”1 的虛偽性。事隔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考慮到司徒先生生

前的遺望﹐2008 年 11 月 17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納並將司徒雷登

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 

                                                        
1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14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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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要想對此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不能不從司徒雷登來到中國﹐

尤其是他任駐華大使期間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性問題以及司徒在

這些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來判斷。 
 

 

1876 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904
年他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不久就重返中國﹐此後就在中國呆

了近半個世紀。司徒雷登在中國期間﹐中國人民正在遭受著帝國

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而就在中國人

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進入到最關鍵的 1946~1949 年﹐司徒雷登被來

華擔任美國總統特使的馬歇爾看中並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司

徒雷登就這樣從一介書生轉身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代言人。中國

人所說的“司徒雷登”主要就是這一時期的司徒雷登﹐因為中國

人是從他就任駐華大使期間 — 這也是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

刻 — 的所作所為認識司徒先生的。 
說司徒雷登﹐就不能不說馬歇爾。因為司徒就任大使期間肩

負的是馬歇爾賦予的使命。 
羅斯福在世時﹐馬歇爾任三軍參謀長﹐是羅斯福規劃和實現

美國取代歐洲戰後世界體系的得力助手。1945 年美國與蘇聯聯袂

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了以美蘇為主導的歐洲體系之後﹐又聯合蘇

聯確定了遠東的戰後安排。毛澤東就當時美國遠東政策分析說﹕

“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

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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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2 

這個分析對當時的蘇聯遠東政策也是適用的。 
這時的遠東問題﹐對美蘇來說﹐基本就是中國問題。美國人

明白﹐僅靠美國一家﹐是拿不下中國的。1945 年 2 月﹐美國在雅

爾塔會議上與蘇聯達成分割遠東的秘密協定。在這個協定中﹐美

國犧牲中國利益同意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同意中國大連港

國際化﹐同意“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

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同意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

路由蘇中共同經營。美國還答應保證協助蘇聯讓中國方面接受這

個協定。雅爾塔協定的本質在於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蘇以中

國長城為界南北劃分勢力範圍。就這樣﹐美國背著中國﹐通過一

紙協定既得到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保證﹐又達到了瓜分中國的

目的。 
中國人民就這樣在抗戰勝利前夕﹐無端遭遇到了前門驅虎﹑

後門進狼的形勢。 
1945 年 4 月﹐羅斯福逝世。這樣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任

務便轉到曾協助羅斯福規劃戰後佈局的馬歇爾身上。8 月 14 日﹐

在美蘇的軟硬脅迫下﹐中國國民黨政府被迫接受這個協定。1945
年 10 月重慶談判後﹐美蘇本指望通過“調停”國共兩方使美蘇

事實上兩分中國﹐但事與願違﹐重慶談判後中國內戰驟起﹐這

迫使美國派馬歇爾於 12 月 20 日以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

停”。馬歇爾的“出山”讓斯大林歡欣鼓舞。因為斯大林知道

在美國當時的政治人物中﹐能理解且有能力落實雅爾塔秘密協

定的只有馬歇爾。12 月 23 日﹐斯大林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

斯時說﹕“如果有什麼人能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

                                                        
2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4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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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將軍﹐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

個。”3 
雅爾塔秘密協定為即將獲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國預埋了將被

進一步南北撕裂的可能性﹔更可怕的是這種可能性又被蔣介石國

民黨政府的外交承認轉化為現實性﹕1945 年 8 月﹐蔣介石政府與

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事實上承認了損害中國利益

的雅爾塔秘密協定。此後﹐蘇聯和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以外交支

持並主張中國共產黨派代表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這樣的背景

下﹐馬歇爾以總統特使的身份來華執行所謂“調停”任務。馬歇

爾來華後第七天﹐英美蘇三國外長發表莫斯科會議公報﹐事實上

承認了中國的合法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這是對蔣介石的賣國行

為的政治回報。 
國民黨政府的賣國使中國反帝反封建和求統一反分裂的重任

天然地落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在這時的政治對決中﹐如果真

愛中國﹐就應當愛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就是反對中國

最進步的力量。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司徒雷登站到了中國人民

的對立面。 
如果只是階級立場不同﹐這尚可諒解﹔問題在於﹐司徒雷登

協助國民黨所表達的對中國的“愛”的情緒中﹐已有落實雅爾塔

協定促成中國事實分裂的性質。 
1946 年初﹐也就是馬歇爾來中國前後﹐美國國務院已有了保

持“一個分治的中國”的想法。據曾出任駐蘇大使的哈里曼回憶﹐

他與同僚討論時表示﹕ 
 

                                                        
3 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 1 編第 2 分冊﹐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第 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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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馬歇爾來華後﹐一方面幫助蔣介石向華北運兵﹐其目的是讓

國民黨在那裡為美國守住與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劃分的勢力範

圍 — 作為對應措施﹐蘇聯也於 1946 年 9 月放中共軍隊進入東

北以與之抗衡﹔5 另一方面又以“調停”的姿態使國民黨接受共

產黨提出的“停戰提議”並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試圖促成中

國兩個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實並存的局面。但是﹐令馬歇爾沒有料

到的是﹐蔣介石接受馬歇爾“調停”— 比如接受共產黨“停戰

提議”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 — 的目的與馬歇爾的設想是南

轅北轍﹕蔣介石是在爭取時間﹐將美國幫助運到華北的軍隊用於

從蘇聯手中收復東北而不是用於為美國守住華北利益。這打亂了

馬歇爾與蘇聯分割中國的計劃。在蘇軍撤出東北前夕﹐蔣軍開始

向東北大舉進攻。是時﹐馬歇爾從美國述職回到中國﹐立即當面

                                                        
4 W. 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

方出版社 2007 年﹐第 643 頁。 
5 1946 年 9 月 16 日﹐蘇聯軍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將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莫斯科的重要

建議﹐這一建議經八路軍晉綏軍區轉告延安﹕依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

石反對蘇軍進入東北三省以外的地區﹐他們必須撤退出目前佔領的察綏地區。因

此﹐莫斯科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前往接收﹐包括他們不久後將要撤出的

東北地區。這位將軍強調﹐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中共同蘇聯和外蒙之間的交

通﹐以免將來國民黨軍隊佔領這些地區會再度切斷雙方的聯繫。克尼德涅夫將軍

表示﹐八路軍務必全力控制這些地區﹐如果八路軍需要﹐他們可以秘密地提供武

器﹔即使將來八路軍在抵抗國民黨軍隊進攻時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邊界﹐甚至

撤到外蒙去。但條件是﹐“戰略重心千萬不能南移”（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

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43 頁）。 



 6

對蔣介石收回東北的想法施以“聲色俱厲”6 的高壓。面對蔣介

石的軍事危機﹐馬歇爾冷冰冰地告訴蔣介石“國民政府不可能亦

不應再往北進”﹐7 蔣介石表示除非共產黨撤出長春﹐不然他決

不簽署或同意任何解決辦法。馬歇爾則埋怨蔣介石錯過利用和平

手段控制東北的機會。他批評蔣介石戰線過長﹐兵力分散﹐8 暗

示蔣應向南收縮戰線。最後﹐馬歇爾威脅蔣介石﹕“如果不與共

軍妥協﹐則美國將停止對運輸政府軍前往東北的支援。”9 蔣介

石斷然拒絕馬歇爾讓他放棄東北的建議﹐於 1946 年 5 月 19 日﹐

攻佔四平。6 月 30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政會中常委聯席會議上

做出實行“戡亂總動員”的決定﹐7 月 5 日﹐發佈“全國總動員

令”。 
1946 年馬歇爾與蔣介石在收復東北問題上的爭論﹐關乎中國

統一還是分裂。蔣介石在階級立場上代表中國反動的官僚買辦勢

力﹐在這一點上﹐他與馬歇爾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場上

蔣介石則主張中國統一﹐這招致馬歇爾不滿。馬歇爾在 1946 年 7
月寫信給杜魯門﹐表達了為實現美國在華利益不惜“換馬”的暗

示。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 
 

                                                        
6 蔣介石在 1946 年 4 月 24 日向馬歇爾提出東北停戰條件﹐蔣介石認為這“只不過

是要對當初業已達成的協議再加認定而已”﹐可是“馬歇爾這回卻聲色俱厲地表

示不同意見﹐要求政府單方面讓步”（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

團結出版社 2007 年﹐第 755 頁）。 
7〈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第 1 編第 2 分冊第 361 頁。 
8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 1 編第 2 分冊第 361 頁。 
9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第 7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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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在得到馬歇爾同意後﹐杜魯門決定親自向蔣介石施加更大的

壓力。8 月 10 日﹐杜魯門讓中國駐美大使將一封長信轉交蔣介石。

在信的結尾處﹐杜魯門威脅道﹕ 
 

 

12 
 

杜魯門既然給蔣介石下了逐客令﹐那麼﹐推動國民黨政府“換

馬”就必然提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程表。在這個日程表上﹐馬

歇爾相中了司徒雷登﹐讓司徒雷登擔任美駐華大使。其中原因﹐

誠如毛澤東所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

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

                                                        
10 在國民黨方面已出現以李宗仁為首的和談派﹐在共產黨方面當時也存在“和平

民主建設新階段”的思潮。1948 年 5 月 14 日﹐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寫給美國國

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說﹕“由李宗仁打頭陣的運動將公開向委員長挑戰﹐並團結

國民黨內部的不滿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黨分子”（肯尼斯‧雷‧約翰‧布魯

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江

蘇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10 頁）。 
11 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下卷）﹐東方出版社 2007 年﹐

第 101 頁。 
12 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下卷）第 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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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

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

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13 
現在回頭看來﹐馬歇爾相中司徒雷登的原因﹐除了毛澤東所

說的﹐還應當再加上一條﹐這就是﹕司徒雷登與一般的外交家不

同﹐套改斯大林讚賞馬歇爾的話說就是﹐司徒先生是少有的既懂

政治又懂外交中的一個。14 
就在蔣介石發表“全國總動員令”一週後即 1946 年 7 月 12

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15 在這樣的時刻﹐馬

歇爾舉薦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

在中華民族處於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候﹐置中國於美蘇雅爾塔協定

預設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看來馬歇爾還真會選人﹐司徒雷登並不是一個只會“之乎者

也”的書生﹐他不僅對馬歇爾的政治意圖領會快而且落實得力。

他任職才兩年多就給馬歇爾物色到了願“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

                                                        
13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491 頁。 
14 1945 年 12 月 23 日﹐斯大林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說﹕“如果有什麼人能

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馬歇爾將軍﹐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

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第 1 編第 2 分冊第 329 頁）。 
15 司徒雷登對此項任命在日記記載說﹕“馬歇爾將軍於 1946 年 7 月 4 日已談到舉

薦我為駐華大使的事。杜魯門總統於同月 10 日向參議院提名。12 日得獲批准。7
月 15 日抵南京履新。20 日往牯嶺向蔣介石遞國書”（陳禮頌譯﹑傅經波校﹕《司

徒雷登日記》﹐香港文史出版社 1982 年﹐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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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6 的李宗仁﹐17 並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麼點“半獨立性”18 

的蔣介石。其手段之幹練﹑目的之陰險﹐以致事後讓受惠於此的

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後來在回憶錄中說﹕ 
 

19 
 

                                                        
1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949
頁。 
17 司徒雷登在 1949 年 1 月 26 日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表示﹕“李宗仁一直堅持的是﹐

只有給予平等的條件才可進行和談。共產黨廣播表明﹐李宗仁必須在徹底投降與

繼續抵抗之間作出選擇。我們相信他將選擇後者﹐在華南﹑西南繼續抵抗。”2 月

23 日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表示﹕“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夠取得明顯的進展﹐或能成

功地阻止中共跨過長江”（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

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第 278﹑284 頁）。 
18 毛澤東曾評價蔣介石說﹐“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

搞垮﹐他就不贊成”﹐“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庸國甚至託

管地﹐蔣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

傳 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879﹑883 頁）。 
19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 949~950 頁。 



 10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當時真正“沒有經驗的人”並不

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馬歇爾﹐而是三天兩頭往司徒雷登那裡“跑

官”的李宗仁自己。 
閱讀過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間給美國國務院呈寫的大量報告20

的人﹐都不會懷疑司徒先生真是一個“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

國”﹐但在關鍵時候卻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 年底﹐中共軍隊在遼瀋戰役中的勝利已成定局﹐司徒雷

登看到國民黨政府垮臺的可能性﹐於當月 16 日給馬歇爾寫信﹐哀

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主

義擴展（實則是阻止中國統一 — 引者註）的有效工具了”。這

時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給美國政府主動提出比馬歇爾“兩

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即“用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致中國再

陷軍閥割據的建議。他寫道﹕ 
 

佔祥

21 

                                                        
20 請參閱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

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 
21 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誤﹐原文如此（〈司徒致國務卿（南京﹐1948 年 10 月

16 日）〉﹐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

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第 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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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司徒雷登也沒有忘記分裂中國西藏。1949 年 7 月

8 日﹐他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 
 

7 5 1

22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

的時候﹐美國及其幫閑反動勢力即將退出中國的時候﹐司徒雷登

先生一點也不善良﹐他已顧不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的

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

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

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 20 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

局﹐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 
事後看來﹐司徒雷登幹的結果顯然沒有讓馬歇爾滿意。毛澤

東說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

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

責任可不小”。但這不是評價司徒雷登的關鍵﹐關鍵是司徒先生

屢敗屢戰﹐幹得和想得比馬歇爾要求的還要賣力﹑還要惡毒。這

些大概才是最傷中國人民感情的地方。 
 

1946~1949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所謂“構想某種
                                                        
22〈司徒雷登致艾奇遜（1949 年 7 月 8 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

集 1949~1972（第 1 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 年﹐第 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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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的建議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嗎﹖ 
難道司徒先生不知道他所建議的“方式”正是美國南北戰爭時

歐洲人要求而又被美國人民拒絕的解決美國南北衝突的方式嗎﹖ 
難道司徒先生沒有讀過 1858 年 7 月 10 日林肯〈合家之亂〉

這篇著名的演說嗎﹖如果讀過﹐那司徒一定會記住下面那令人感

動的句子﹕ 
 

 — 
 — 23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代表性質根本相反的兩個方向的政黨是無

法彌合在一起的。試想如果當時歐洲列強對林肯時期美國南北內

戰的“調停”成功﹐其結果必是美國分裂 — 美國的分裂當然符

合歐洲的利益﹔同樣的道理﹐1945~1949 年間﹐美國對中國國共衝

突“調停”如果成功﹐其結果也必是中國更加分裂 — 中國的分

裂當然符合美蘇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既然美國人不願

意分裂﹐那為什麼就不能理解中國人統一國家的心情呢﹖既然司

徒如有些文章所說的對中國“愛得那麼痴情﹐那麼愚蠢﹐那麼義

無反顧”﹐24 那為什麼還要重複用歐洲人對待美國內戰的方式對

                                                        
23 林肯﹕〈兩者必捨其一〉﹐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

的文本》﹐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第 255 頁。 
24〈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南風窗》2010 年第 4 期（http://www.nfcmag.com/ 
articles/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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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國呢﹖如果說﹐馬歇爾欲置中國於南北分裂的企圖已讓中國

人民不能容忍﹐那麼﹐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中國﹑中國

即將統一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卻還在給

美國出謀劃策﹐企圖再陷中國於 20 世紀初的“軍閥混戰”的災難

之中﹐這不是在對中國人民犯罪又是什麼呢﹖ 
最近中國國內有的文章似乎無視這些﹐稱司徒雷登先生是

“甘願死在中國的‘好人’”。25 可就是這位在 1949 年初將李宗

仁捧上“總統寶座”並盛讚“李宗仁在正式就職後的數月中政績

突出”26 的“好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不久就迅速

“移情別戀”﹐他似乎忘記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堅持駐守

南京並與中共代表黃華商談相互外交承認的途徑﹐並極樂意接受

黃華傳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27 以及希望他訪問燕京大

學的邀請。他這樣做 — 比照他同期寫給美國國務院利用中國內

戰分裂中國的建議報告看 — 並不是由於知時識務﹐認識到了自

己的錯誤﹐順應了中國進步潮流﹐而是他那已被帝國主義格式化

的人格使然。1949 年 6 月 30 日﹐他致電馬歇爾說﹕ 
 

                                                        
25〈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南風窗》2010 年第 4 期（http://www.nfcmag.com/ 
articles/1941）。 
26 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

華報告（1946~1949）》第 288 頁。 
27〈司徒致國務卿（南京﹐1949 年 6 月 30 日）〉﹐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

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第 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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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就這樣﹐李宗仁及其支持者為司徒雷登忽悠而起﹐在其無用

後又被迅速拋棄﹐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以至多年後李宗仁在回

憶錄中用“滑頭政客”29— 而不是所謂“好人”— 來評價有

“恩”於他的司徒雷登。  
其實﹐李宗仁的評價還是婉轉了些﹐因為李宗仁根本不知道

就在他急需美援而屢遭美國拒絕的 1949 年 6 月﹐司徒雷登還託即

將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傳

話﹕“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性

借給新政府 50 億美元﹐接近印度 15 年所得的貸款。”30 兩個月

後﹐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來之食”形容司

徒先生的“好意”﹐說﹕“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

下去肚子要痛的。”31 如果李宗仁當時知道此事﹐再讀了毛澤東

寫的這篇文章﹐還不知作何感想﹐可能這時的李宗仁對司徒先生

的認識就不會僅僅停留在“滑頭政客”的層面。 
司徒拋棄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產黨的姿態﹐使得半個多世紀

後今天有些人埋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

南京﹑積極奔走直到 1949 年 8 月 2 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

而不見”。32 好像司徒想與共產黨“交友”﹐而共產黨沒有領情。

如果這些人讀過前引司徒雷登為美國在華利益不惜置中國再陷軍

                                                        
28〈司徒致國務卿（南京﹐1948 年 6 月 30 日）〉﹐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

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第 307 頁。 
29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 948 頁。 
30 黃華著﹕《親歷與見聞 — 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 年﹐第 84 頁。 
31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491 頁。 
32〈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南風窗》2010 年第 4 期（http://www.nfcmag.com/ 
articles/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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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內戰的那血淋淋的“建議報告”後﹐可能會改變對司徒的看

法。司徒在報告中說得明明白白﹕“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

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惟一可以依賴

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

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33 
當然﹐僅從司徒雷登個人而言﹐他在就任大使前後的表現當

分別而論。如果說 1946 年就任大使之前的司徒雷登還可以說得上

是一個“教育家”的話﹐那麼 1946 年以後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國

在華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其個人人格已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格式

化”。我們所說的“別了”並不願再見到的﹐就是這一時期 — 而
不是其他諸如兒時或年輕時期 — 的司徒雷登。路遙知馬力﹐日

久見人心。1949 年是中國歷史的緊要關頭﹐是中國人民處於帝國

主義壓迫深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司徒雷登已沒了他時常掛在嘴

邊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內的“中國朋友”﹐這時他心目中有的只

有美國在中國的殖民利益。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著文〈別了﹐司徒雷登〉﹐中國人民道

別了司徒雷登的同時也送走了一段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屈辱歷史。

杭州是司徒先生出生的地方﹐半個世紀後﹐司徒雷登骨灰被接納

並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但“司徒雷登的歸來”並不

表明中國人民對司徒雷登罪行的諒解﹐也沒有減輕司徒雷登在中

                                                        
33 引文中有的人名可能有誤﹐原文如此（〈司徒致國務卿（南京﹐1948 年 10 月 16
日）〉﹐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

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第 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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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犯下的罪行。君不見﹐曾向司徒先生保證與共產黨“沿長江劃

界”的李宗仁不也在 1965年回到中國了嗎﹖現在再添個司徒先生

也沒有什麼不行。 
李宗仁先生曾見證了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並為自己當年的行為

而悔罪。司徒先生活著的時候已經見證了中國人民善於破壞一個

舊世界﹐現在他躺在西子湖畔可以再見證一下中國人民還善於建

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 1949 年 3 月 5 日在中共第七屆第二次全體

會議上說﹕ 
 

 
 

毛澤東說的這一切已經變為事實。筆者想﹐如果司徒先生還

真有那麼一點良知的話﹐就應為自己在任大使期間曾對中國人民

的所作所為寫些至少像李宗仁先生那樣的懺悔文字。李宗仁先生

的懺悔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寬容和原諒﹐他去世後葬於八寶山﹔可

司徒先生迄今對中國人民沒有隻字悔罪﹐即使如此﹐中國人民還

是將 1946 年任駐華大使前後的司徒雷登區別對待﹐滿足他的部分

願望﹐接納他回到其出生地杭州。若司徒先生還有那麼一點良知﹐

他在九泉下有知﹐他應該感謝中國人民。 
 
 
 



 17

附錄﹕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 

 
34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東北郊安賢陵園﹐這裡蒼松翠柏﹐流水潺潺﹐

飛瀑四濺﹐風景宜人。墓碑上簡簡單單寫著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

月﹐還有“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字樣。不過﹐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著

一張司徒雷登微笑著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著﹐他說他相信永恒﹐相

信靈魂不朽。 
浙江經視四集大型人文紀錄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經播出﹐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令很多剛慶祝了燕京大學 90 年校慶的校友奔

走相告﹐觀眾們也第一回見到了一個別樣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說“別樣”﹐是因國人對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見﹐這偏

見是由入選中學語文課本的〈別了﹐司徒雷登〉帶來的﹐作為“美國

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他在我們腦海中就這樣被定型了。1967
年版《毛澤東選集》對此文還有一條註釋說﹐“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

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 
殊不知﹐同樣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聞一多的〈最後一篇演講〉﹐

原文中有這麼一段話﹕“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

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

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

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

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

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奇怪的是﹐這

段文字總被無情刪除﹐不見天日。 

                                                        
34 齊宏偉﹕〈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南風窗》2010 年第 4 期（http://www.nfcmag.com/ 
articles/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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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有熱愛真相的人們。2008 年 11 月 17 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

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美國駐華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長均出席安

葬儀式。60 年來關於他的爭議也該塵埃落定﹐該還世人一個真實的司

徒雷登了。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攝製組北上南下﹑國內國外辛苦

拍攝的初衷。顯然﹐〈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說司徒雷登“裝著愛美

國也愛中國”是不公平的。對於一個在中國生活了 56 年﹐創辦了著名

的燕京大學﹐又留下遺囑願埋骨中國的人來說﹐這份愛要怎樣假裝出

來呢﹖ 
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無法理解這份愛。他怎麼可能愛得那麼痴情﹐

那麼愚蠢﹐那麼義無反顧﹖而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紀錄片仍

然未能解釋清楚的地方。 
 

 

司徒雷登在自傳《在華 50 年》開篇即寫﹕“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

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

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晚年長期照顧司徒的傅涇波及其女兒傅海

瀾回憶﹐這位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著中國的方向﹐

身在美國心卻盼著回中國﹐在他心底﹐他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哪怕

這個國家如此深地誤解著他甚至傷害著他。他精心地保存著所有跟中

國有關的物件﹐臥室牆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來杭州的傳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長到 11 歲﹐牙

牙學語之時即操杭音﹐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到河坊街王潤興飯莊

吃飯﹐會對夥計說﹕“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

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後來他還學會了南京話﹑蘇州話和上海

話。 
1887 年他回到美國﹐1893 年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1896 年他大學

畢業﹐到母校潘托普斯學校當拉丁文和希臘文教師。1899 年入弗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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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協和神學院讀神學。他在自傳中回憶﹐在第二個學期他感受到要去

中國的召喚。他厭惡到中國﹐不願意“在街角的小教堂裡和廟會上給

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佈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

子﹐被當地老百姓戲弄﹐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沒有機會搞學

術研究﹐過著一種現代遁世隱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

為了別人肯犧牲自己的神﹐由此他無法面對內心的拷問。他徹夜反省

自己是否願意拋棄物質因素和人生種種享受而為了信仰的無上價值而

犧牲。 
最終﹐他決定以一生來回應這份召喚﹐於是才有了後來 45 年之久

在中國的經歷。 
這份超凡脫俗到無緣無故的愛﹐直到今天我們還感到陌生。六年

前﹐我到貴州凱里採訪一對夫婦﹐他們放棄在美國的綠卡﹐跑到偏遠

的凱里長期住在那兒﹐從海外募捐資金幫助那些上不起學的苗族孩子﹐

讓他們不至於輟學。我住了一週﹐看到他們幫助了幾十個孩子﹐有的

孩子到廣州去當乞丐﹐被他們找回來繼續上學。這些善舉得不到當地

政府的理解﹐後來他們被勸退了。面對我的提問﹐那對夫婦回答﹕“沒

有別的原因﹐是因為信仰讓我們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這樣的話同樣體現在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訓取自《聖經》裡耶穌的

兩句話﹐“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們

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這是我見過的最深邃美麗的

校訓。這一校訓對燕大學生影響深遠﹐司徒雷登自豪地說﹐他所知道

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對學生產生這麼重大而有力的影

響。 
關鍵是燕大的首任校長和校務長就是這樣的人。1904 年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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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國﹐1907 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1908 年遷居

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1902 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長老會委派來

杭州之江大學任教。1919 年 5 月﹐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

京大學校長。 
他多方結識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並在美國各界為燕大籌款。他

用不到十年時間﹐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辦成一所聞名世

界的綜合性大學﹐獲得哈佛大學的認可﹐兩者還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

社。燕大教師包括吳雷川﹑周作人﹑張東蓀﹑馮友蘭﹑俞平伯﹑謝冰

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趙紫宸﹑陳垣﹑埃德加‧斯諾等﹐可謂

群英薈萃。 
1922 年﹐他又為燕大找到清華園對面未名湖畔的新址。為了新校

舍﹐這位司徒校務長披荊斬棘﹐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中國文化

理念設計建築﹐建成了當時中西合璧的美麗的燕園。 
到 1937 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達 250 萬美元。1917~1918 年﹐燕

大總預算為 3.5 萬美元﹐有 87％來自教會捐助。1937~1938 年預算為 21.5
萬美元﹐教會捐助達 14％以上﹐美國私人捐贈為 55％。 

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

上都是補丁﹐哪怕 1946~1949 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

名﹐無任何積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

都沒有。 
據統計﹐從 1919~1952 年﹐燕大辦學僅 33 年﹐註冊的學生達 9988

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 42 人﹐中

國工程院院士 11 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 100 人。“二戰”時﹐中國駐

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0％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

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均

出自燕大。1979 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 21 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

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七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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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今日早已併入北大。燕大舊址仍有北大最美麗的塔光湖影﹐

卻尋不見一丁點兒對司徒雷登的紀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

早成了社區體育活動場所﹐他的臨湖軒住所已成會客室。 
1955 年 8 月 1 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裡邊提到﹐“我指令將我

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

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

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1962 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涇波 1973 和

1984 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

事。傅涇波在 1986 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 
1986 年 6 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

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

料﹐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燕大校

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安葬。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介紹﹐

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反對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於是﹐1987 年 4 月﹐中國駐

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1988 年﹐傅涇波帶著遺

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唸叨此事。 
畢業於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 2001 年 4 月在新華出版社出版《司徒

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在附錄中他呼籲﹕“過去的燕園曾經培育出

無數英才﹐其中不乏蜚譽國際的大師級人物﹐如今的燕園更成為中國

首席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所在地。但是這位燕園的策劃者司徒雷登的骨

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著﹐何時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

策劃經營並曾譽滿全球的美麗燕園與他的愛妻長相廝守﹖” 
隨著“暫緩辦理”﹐中美關係已入新局﹐國人重新認識傳教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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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

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

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並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

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 
於是﹐傅涇波後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畢竟

是杭州﹐不僅沒有拒絕﹐反而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沈建中更是

出書贊成﹐他在《司徒雷登與西湖》中認為司徒出生在杭州﹐會講一

口杭州話﹐又是杭州的榮譽公民﹐家庭成員中﹐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

在西湖之濱﹐耶穌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

能回葬燕園﹐杭州當是首選。此書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於杭。有

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究其實﹐這並非僅只一安葬問題﹐許多到中國的傳教士都有這樣

的心志﹕要死在中國。因為“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樣的心志﹐同樣是我們感到

陌生的。愛﹐就是要花時間經營﹐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

永在一起。試想﹐若沒這份愛﹐司徒雷登怎會在日本人佔領北京後還

堅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監獄中坐牢三年半﹖當時並不是有國難回﹐

司徒雷登卻自己選擇守在戰火頻仍的中國﹐跟中國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國終於有勇氣憑良心說話﹐承認自己對不起司徒雷登﹐

對不起這位為中國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

湧泉相報”﹐但面對人家的“湧泉”之恩﹐我們“滴水”回報也沒

有﹐到現在還在猜疑他辦學的動機﹐還有人抱著他是“帝國主義侵

略中國的工具﹑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象徵”的觀點不放。新中國成

立前後﹐我們一邊倒要反美擁蘇﹐於是只好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

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 1949 年 8 月 2 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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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見。 
既然燕園已無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認為凡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就

應該永世不得翻身﹐我決定還是去杭州尋覓一下司徒雷登的蹤跡﹐也

憑弔這位甘願死在中國的“好人”— 這是燕大校友們給他的評價。 
跟幾年前比﹐杭州堵車嚴重多了。七彎八繞才找到那條叫“耶穌

堂弄”的小巷﹐不管從中山北路這邊還是銀泰百貨那邊進去﹐很快就

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邊說他是傳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寫上他

更是教育家。在中國﹐他貢獻最大的還是教育。 
他原來的故居佔地 4138 畝﹐他就出生在這兒﹐現在只剩下一座 230

多平方米的中西結合的二層小樓﹐裡邊有司徒雷登 1946 年獲贈的杭州

市“榮譽公民”的金鑰匙。還有許多友人在他過生日時贈送的字畫﹐

以及國民政府的褒獎令等等。 
其實﹐原來的住宅早被拆掉了﹐這一座小樓是復建的。2001 年﹐

杭州市文物部門以 240 萬元購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產權﹐頂著壓力

修復故居。修復後的住宅為二層﹐頂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頂﹐上覆

小青瓦﹐倒也別致。只是牆上配著一幅天主教聖母的畫﹐顯然缺乏基

本的宗教常識。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東北郊安賢陵園﹐這裡蒼松翠柏﹐流水潺潺﹐

飛瀑四濺﹐風景宜人。墓碑上簡簡單單寫著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

月﹐還有“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字樣。不過﹐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著

一張司徒雷登微笑著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著﹐他說他相信永恒﹐相

信靈魂不朽﹐從那不朽的岸邊﹐他回望到這塊他回不來但最終還是回

來了的土地。 
他晚年極鍾愛這首詩﹕“我要這樣地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報的我心中有一隻歲暮百靈在歌唱∕讓我皈依那寧靜西方∕像

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回南京的車上﹐同胞們的爭吵聲中﹐我還在回想他那釋然眼神和

燦爛笑靨。我記起一個登山家的故事。人們責備他為什麼總要離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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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說﹕“不為什麼﹐因為山在那邊。”若有人問司徒雷登為什麼

一定要來中國﹐我想他也會說﹕“不為什麼﹐因為中國在那邊。” 

有憾﹐但無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報﹐因他不是為了果效﹐

而是為了心中那不滅的信念和偉大的愛。從 1876 年到現在﹐一百多年

過去了﹐那份愛還在激蕩﹐讓人終還是無法揮手道別。 


